
马刺大胜雷霆
总比分 2：0 领先
� �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1 日体育专电
（记者 林德韧） 凭借投手丹尼·格林独中
7 记三分球的优异表现以及全队其他球员
的出色发挥， 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21 日以
112:77击溃俄克拉何马雷霆队， 以总比分
2:0领跑西区决赛。

马刺队的战术素养在比赛中体现得淋
漓尽致，格林上场时间仅 28 分钟，10 次在
三分线外出手，因为几乎都是空位投篮，所
以他的命中率高达 70%。 帕克拿到全场
最高的 22 分， 并拿到 5 个篮板和两次
抢断。 邓肯取下 14 分和 12 个篮板，迪
奥和约瑟夫各拿 11分。

雷霆队的杜兰特和威斯布鲁克各得
15 分， 但两人加起来的 40 次出手仅命中
13 球，替补登场的兰姆拿下 13 分，雷霆队
其他队员得分并未上双。

双方第三场比赛将于 25 日在俄克拉
何马城进行。

全国盲人锦标赛
河北盲人足球队“开门红”
� � 本报讯 5月 21日，2014 年全国盲人
锦标赛暨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盲人足
球预赛在福建省福州市开赛，来自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队参加本次比赛。 比
赛共分四个组进行， 本市盲人足球队代表
河北省参赛，分在 C 组（浙江、上海、广西、
山东、河北）。

21 日下午 2 时，河北队首战与上海队
对决， 经过五十分钟的激战， 双方 0:0 战
平。在点球决战中，本市 7号队员王冲首发
破门，最终以 1:0 战胜对手。 据了解，五年
来河北队五次迎战上海队，其中四次获胜。
22 日下午 2 时，河北队又与上届锦标赛季
军浙江队交战。 在下半场终场前五分钟，7
号队员王冲一脚劲射破门， 最终 1：0 战胜
浙江队，目前积分列小组第一。（王双印）

邢台市足球联赛
本周继续在医专举行
� �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足协获悉，本
周末的市足球联赛将继续在邢台医专操场
举行。小组赛已进入收官阶段，各队必将全
力争夺出线名额。

5 月 24 日，将进行 B 组第五轮的四场
比赛，对阵双方分别为：沙河湡翔 VS 佳客
来，同城科技 VS 华都家具，蓝鸟家居 VS
蓝池集团，唯尚传媒 VS金源集团。 上周获
得首胜的佳客来，要想从该组出线，剩下的
比赛不容再有失。蓝鸟和蓝池之间的对抗，
如果蓝池保证主力全部上阵的话， 将是当
天较为精彩的比赛。

5月 25日，将进行 A 组第六轮的四场
比赛， 对阵双方分别为华业通讯 VS 荣烨
江淮，纳科诺尔 VS 市政 110，晚安家居 VS
平乡队，人民医院 VS市政 110。其中，晚安
家居和平乡队的比赛，是当天的一大看点。
两队目前分列该组三、四名，出线压力虽说
不太大，但也不敢说十拿九稳，而且为了在
淘汰赛避开另一小组的两强唯尚和蓝鸟，
取胜是双方都期待的最佳结果。

（本报记者 侯东杰）

� � 近日，市育红小学体育代表队在“邢台
市小学生田径锦标赛” 上夺得女子团体第
一和男子团体第二的优异成绩， 这是该校
继夺得桥西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 13 连冠
后的又一次佳绩。 (王素芳 摄）

邢台体育

1990 年《菊豆》让张巩在戛纳崭露头角。

1995 年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两人分手。

巩俐拥抱张艺谋女儿张末

本报地址 ：邢台市桥东区南园街 2 号 邮编 ：054001 广告经营许可证 ：1305004000005 广告部电话 ：3129961 发行电话 ：3129980 零售每份 0.50 元 印刷 ：邢台 日报社印刷厂

文娱·体育A20 责任编辑/陈焕清 制作：王保华 校对：李俊萍
2014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五

19年后再聚首

张艺谋巩俐戛纳归来
� � 戛纳电影节如火如荼，国人的焦点却始终都
在张艺谋和巩俐的《归来》上。 自从 1988 年张艺
谋与巩俐合作《红高粱》之后，至今已有 26 载，中
间分分合合风云变幻，到了这个节点，两人还是
能牵起手做出最亲的姿态，可谓善缘。

1995 年两人分手，《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的
戛纳红毯见证了两人的情伤。 当年巩俐还是张艺
谋身边的谋女郎，19 年过去， 巩俐如今已是国内
咖位最大的女神之一。 小女生大女神都是巩俐，
气场更强朱颜未改。 张艺谋则笑得谦恭很多———
岁月至少没在明面儿上留下太多痕迹， 可喜可
贺。

3次戛纳红毯
见证张巩情感起落

迄今为止，巩俐是中国去戛纳参赛的影片中
出现次数最多的女主角，《菊豆》、《活着》、《摇啊
摇，摇到外婆桥》、《霸王别姬》、《刺秦》5 次的纪录
至今无人打破，其中有 3次是与张艺谋一起。

戛纳电影节第一次记住巩俐这位东方姑娘，
是在 1990 年的《菊豆》。 当年《菊豆》入围戛纳主
竞赛单元，并获得路易斯·布努艾尔特别奖，这是
张艺谋导演在戛纳赢得的第一个奖项。 那一年，
张艺谋与巩俐携手走上了戛纳红毯，那张留影也
成了如今能找到的、两人在戛纳红毯上最早的照
片。

1994 年，巩俐因《活着》与葛优一起走上戛纳
红毯，葛优荣登戛纳影帝。

1995 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又与
巩俐携手走上戛纳红毯。 不过，这是两人分手前
的最后一次携手。 在这之前，张艺谋向媒体宣布
与巩俐分手。 记者会，全场都想问他们的分手却
不好开口，后来有一位记者迂回地说，你俩以后
还会合作吗？ 巩俐说，他是个好导演，我们当然还
可以合作。 张艺谋却没有作答。 记者在台下看得
清楚，巩俐先是眼眶红了，后来不时地抹抹眼睛，
后来更是泪如雨下，索性背过身去，肩膀抖个不
停，旁边的人赶快送上卫生纸，无情的摄影机却
刷刷闪个不停。

19年后归来
巩俐与张末一抱泯恩仇

此后就是 19 年的空白，19 年里两人也频繁
来到戛纳，但都各走一边不再携手并肩。 直到今
日———巩俐与张艺谋凭借新作《归来》回归戛纳
红毯，两人再度携手亮相国际电影舞台。

爱似梦幻泡影，光阴如露如电，永失吾爱的
后面，是 26 年熟人无言变老友，两人共同挥手的
画面定格，成为了历史一刻。 巩俐曾在情书里说
“咱俩有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竟然应验到
了 26 年后的《归来》上，倒也是另外一种“念念不
忘，必有回响”。

张艺谋与巩俐的故事千转百回，相恋、插足、离
婚、亲生女斗小三种种戏码。这次在戛纳，巩俐与张
艺谋女儿张末之间，已经用一个拥抱泯了恩仇。

《归来》
张艺谋献给巩俐的情书

巩俐曾经就“冯婉瑜”这一角色问过张
艺谋，自己是否是最合适的人选，张艺谋的
答案是巩俐乃“不二之选”。

在曾经的访问中， 张艺谋也不讳言巩
俐是他的“女神”，而电影的故事则被认为
是“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是为了艺术还是为
了彼此”；“用俗话讲就是成了哥们儿了，彼
此非常知己知彼的好友， 默契到都不用多
说一个字，这种默契是比较深层次的。 ”

有评论称，《归来》 是张艺谋献给巩俐
的情书。巩俐又表示十分羡慕冯婉瑜，因她
是幸福，常人可望而不可及，为爱等待是人
类的美德。 （据《深圳晚报》）

《让生活充满阳光》母子再合作吕丽萍在戏中找到儿媳年代励志大剧《让生活充满阳光》将于 5月 23 日晚登陆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合家欢剧场”。 近日，吕丽萍母子接受记者采访，大方谈及戏里戏外的母子情。

吕丽萍：挑战大尺度素颜
据介绍，吕丽萍是《让生活充满阳光》中张玉英扮演者的首选， 故事讲述了 45 岁的张玉英带着几位姐妹办起了一家小吃店，岂料遇上了五个误入歧途的孩子，她以无限的爱逐渐感化孩子们。 对于这样的“辣妈”角色，吕丽萍坦言很喜欢，甚至为突出人物的质朴，吕丽萍坚

持只带淡妆甚至不化妆，“演员就应该不怕丑，剧中的白头发就是自己的，我觉得特别真实。 ”
意外收获：在戏中找到儿媳

据知张博宇跟在剧中饰演晓彤的张墨锡发展成恋人了。“这事本来想保密的，现在晓彤就等于是我的儿媳妇了， 他们也即将举行婚礼。 我不觉得跟儿子对戏很过瘾，但是这事是很过瘾的。 ”儿子张博宇则表示希望对感情低调，两人原是同学相识五年后，通过《让生活充满阳光》这部戏而走到一起的。
（据《广州日报》）

NBA 季后赛

吕丽萍母子


